
本报讯 笔者从市公安局获悉!羊

年春节期间!为确保社会治安秩序良好

和交通畅通! 全市共出动公安民警"消

防官兵和武警官兵
!"#

万人次# 长假期

间!我市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稳!未发

生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重大恶性刑事案

件"治安案件"火灾事故!未发生有社会

影响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$全市广大公

安民警顽强拼搏!全力打好春节安全保

卫主动仗!用辛劳和忠诚换来万家团圆

与安宁!用扎实工作让老百姓过上了一

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$

春节前!我市警方动员全市公安民

警%武警官兵"消防官兵坚守岗位!认真

落实公共安全措施!围绕消防"春运"危

化品"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!全面排查

各类安全隐患$ 春节期间!市县两级公

安机关多次召开视频调度会!实时研判

各类警情!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$

$

月

!%

日!市公安局再次召开专题会议!传

达上级视频会议精神!要求全市公安机

关树立底线思维和担当精神!认真排查

各类安全隐患!并对全市公安机关做好

春节"&两会'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再强

调%再部署$

春节期间!我市各级公安机关科学

合理调配警力! 累计出警
!"#

万人次!

出动警车
!$&&

余辆次!开展巡逻防范!

$'

小时不间断地为群众守护平安$

!任君箫"

&哥! 走 ! 赶集去 ! 帮我参谋参

谋再买一台电视机(' 腊月三十这天

一大早! 弟弟就叫我起床#

&你不是才买了沙发 % 空调 ! 咋

那么多钱啊) 再说电视好好的! 干吗

还买电视)'

弟媳笑着说* &你弟今年打工挣

钱了! 想添置几件像样的家具('

弟弟承包了十几亩地! 农闲时还

要出去打工! 家里盖起了两层楼! 家

电一应俱全! 条件一点儿也不比我这

个住在城里的哥哥差$

好几年没在家过年了! 也没有赶

过农村的集! 我决定和弟弟去看看$

谭庄地处周口与漯河的交界处 !

($!%

与
($)*

在此交汇! 宁洛高速穿

境而过! 交通便利! 是远近闻名的商

贸物流中心$

家离谭庄不到一公里! 十几分钟

就走到集上了$

集市上! 漂亮的衣物" 新鲜的食

品" 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琳琅满目!

从各村赶来的村民们在各个摊点前挑

选着年货 $ &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

过'" &这衣服能不能再便宜点' ++

叫卖声" 讨价还价声和孩童的嬉闹声

构成了一幅和谐繁荣的图画$

在集市上逛着! 意外地碰见了在漯

河上班的老同学$ 他拎着手提袋! 里面

塞满了年货! 都是些实在货* 两只土

鸡" 一大块豆腐" 一箩筐土鸡蛋++他

高兴地说! 在老家过年也不错 ! 在城

里总担心买不到正宗的农村土鸡! 在

这儿都是正宗的土鸡! 现吃现杀! 比

超市里的还新鲜$

白馒头" 年糕" 大白菜" 萝卜++

这些土特产集上全有$ 卖馒头的摊主

说* &很多市民过年习惯多准备些年

货! 这些土特产都是传统口味$ 到什么

时候传统还是不会丢掉的! 东西备齐

了! 家人团圆了! 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春

节$'

来到一家家电超市里! 弟弟一眼

就看中了那台
'$

寸的液晶电视 ! 清

晰的图像" 超薄的机身" 大大的显示

屏! 和弟弟
)&

多平方米的大客厅很

是般配$ 刚付过款正准备离开! 住在

老家村西头的小张闯了进来* &该过

年了! 我给俺娘买台电视$'

我很是诧异* &他家那么穷! 还

给他娘买电视)' 弟弟笑着说* &你

不常回来不知道! 他可不是以前的他

了! 这几年在郑州做生意发了! 还在

郑州买了房呢(' 弟弟接着说! &现

在咱村变化可大了! 在郑州" 漯河买

房的不下
)&

家! 今年开车回来过年

的也有十几家$'

回来的路上! 看着提着大包小包

满载而归的人们! 记者感慨万千! 农

村政策好! 农民富了! 以前总觉得城

乡一体化只是个梦想! 看看眼前的新

农村! 这个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

现实$

&你想应聘什么样的岗位) '

&我今年
'+

岁! 有什么岗位适合

我) '

&你视力好的话可以应聘我们的保

险丝工种!管吃不管住!底薪
)&&&

元!

住宿我们负责给你租!租金自付( '

&来!您先填个登记表!留下地址

和电话!等我们的消息$ '

++

$

月
$$

日!正月初四!人们正沉浸

在春节假期的喜悦之中!周口市&

$&!#

年春风行动' 暨大型招聘会已悄然拉

开大幕$

当天上午! 正在一家浙商招聘桌

前应聘的女士姓化! 是我市某厂的一

名下岗职工!家庭条件一般!平时在一

些小区当园艺工!收入微薄$ 春节前!

她从报纸上看到市人力资源市场要举

行大型招聘会的消息后! 就想找个工

薪高的工种! 没想到还真让她看到了

心仪的岗位$

&我年纪大了!只能当保洁或园艺

工!今年孩子上大学了!想找个工资高

的岗位补贴家用$ '说起一个月有
)&&&

元的工资待遇! 她认为这样已经很不

错了$

和化女士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市民

苏向东$ 苏向东会水电工!凭借着这门

手艺!他对薪金的要求就要高出许多$

当天! 苏向东在某物业公司填写了求

职登记表$

&我看见你们单位想要文员!我想

应聘文员岗位++' 就在苏向东填写

登记表的间隙! 附近一家招聘企业的

咨询台前! 一位去年大学毕业的女孩

正在填写应聘文员的登记表$ &我刚毕

业不久!学的是汉语言文学!不能在家

做,啃老族-呀!就想着来逛逛招聘会!

应聘个岗位!也让父母高兴++'

&我的要求不高 ! 就想在家门口

找个工作 !父母年事已高 !再出去闯

也 不 放 心 父

母 ! 最好一个

月能有
$&&&

多

元收入++'市

区的李艺对自己的工作同样充满期

待$

++

&从正月初四开始到正月初十结

束! 我们将连续
,

天给周口的求职者

搭建就业平台! 在这里一定能让各类

求职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++'据

周口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崔军伟

介绍!此次大型招聘会!他们组织了省

内外
$&&

多家企业! 为求职者提供了

近
'

万个岗位! 让更多的人在春节假

期里就能找到工作$

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 !不少求

职者和招聘企业代表围坐在一起 !

各自谈着对未来事业发展的期待和

憧憬 ! 一场新年里的招聘会正在进

行中++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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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想就像一粒种子!播撒在心灵的

土壤里!尽管它很小!却能够破土萌发"

开花结果$

放弃安逸的生活!背井离乡来到北

京!最终打拼出一片文学天地 !就是因

为赵兰振在自己心灵的土壤里播下了

文学梦想的种子$

赵兰振是个内敛的人$ 面对来自家

乡的媒体记者!赵兰振谦虚地说!只谈个

人经历!自己并不算是&出彩的周口人'$

他甚至不愿意因为我们的到访而打扰到

同事们的工作! 而特意把这次采访活动

安排到相对安静的会议室里$

当医生服务乡亲

赵兰振是郸城县石槽乡赵老家村

人!孩子时期就对文学非常痴迷$小学二

年级的时候! 他看到堂哥家有本长篇小

说!名字叫.征途/!就借过来看$ 好厚的

一本书!他边看边查字典!虽然看的过程

很吃力! 但是看过之后感到自己小小年

纪就能悟出一些道理!也觉得很享受$

赵兰振脑子好用!小学%初中学习成

绩一直很好$ 初中时所写的作文被老师

当范文诵读!并被全班同学背诵!这给了

少年时代的赵兰振极大的信心! 让他对

写作更加热爱$

!%,*

年!他考入郸城完

中0现为郸城一高1!成为文革结束后第

一届县重点高中学生$ 从小爱好写作的

赵兰振在高中阶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!

两年时间他不断扩大阅读面!不断思考!

一直坚持写日记$

赵兰振偏爱文学! 但并没有放松对

其他学科的学习$

!%*&

年
,

月!郸城完

中
'

个高中毕业班有
)&

多位同学考入

了大专以上院校! 赵兰振名列其中升入

大学$

在那个吃上&商品粮'就是最高梦想

的年代!赵兰振无疑是幸运的$ 但是!在

赵兰振的心灵深处! 似乎还有些许的遗

憾$他渴望跳出农门!但他的志向不在学

医!而在文学$既来之!则安之$专业课是

安身立命之本! 大学时期的赵兰振在尽

力追求文学梦想的同时! 也未敢荒废主

业! 医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课也非常

扎实$

!%*)

年
,

月!赵兰振大学毕业回到

了家乡郸城$他文笔不错!口头表达能力

也不错! 最初被分配到一家乡镇卫生院

工作!不久被调到郸城卫校教书$

当时人才匮乏! 像赵兰振这样学有

所成%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就更为稀少$

赵兰振很快就进入了组织视线! 得到了

上级重视$

!%*#

年!刚参加工作不久的

赵兰振就被组织选送到北京中医药大学

进修$

重点培养是提拔重用的前奏 $ 在

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期间! 赵兰振重

点学习了中医骨科诊疗知识$ 从北京

中医药大学进修回来! 赵兰振反复衡

量斟酌 ! 觉得自己的才华在于写作 !

爱好也是写作! 继续留在县城肯定大

量时间要用于日常工作! 对写作不利!

离文学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! 他决定

去乡镇卫生院 ! 在那里相对清闲些 !

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$ 于是赵

兰振从当时许多人都羡慕的县城自愿

来到了乡下工作$

当作家追逐梦想

按照惯性思维!赵兰振会在从医的

道路上平稳地走下去! 或者在职称上%

在职务上按部就班地前进$ 但是!有四

大因素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$

其一!大学毕业后丰富的工作学习

经历和人生积淀!为赵兰振的文学创作

提供了丰富的素材$ 写东西他心中有

数!下了笔他文思如泉$ 在南丰镇卫生

院工作的几年中!赵兰振把所有的业余

时间全部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!时间不

长就小有成就$

!%*%

年!他的第一部中

篇小说.家务事/在河南省的知名文学

杂志.莽原/上发表了$赵兰振说!现在回

过头来看那篇小说!显然很稚嫩!但在当

时却让自己信心倍增$ 文学梦再一次让

他心潮涌动$

其二!赵兰振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!

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! 总有一些病人会

让医生无能为力%束手无策$每每碰到这

样的情况!赵兰振就会感到无比愧疚!甚

至彻夜难眠$当时赵兰振已是一方名医!

慕名而来的求医者让他无法承受心理上

的压力!就想通过改行来逃避$

其三!赵兰振认为!要想写好家乡!

必须跳出这个地方! 实现自身和故乡的

时空隔离%文化隔离!所以在选择文学道

路的同时!他也选择了远离!选择来到文

化中心北京这个大都市$

其四!赵兰振认为!当作家和行医是

很难兼容的! 他偏偏又承受不了频繁的

心理切换$ 比如!夜晚!我们看着朦胧的

月光!听着风吹树叶的声响!作家觉得很

美! 对作家而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文学

体验$ 而科学家% 生物学家就想得很严

谨*月光如此朦胧!明天会不会下雨2树

叶落得很多!是不是发生了病虫害#

但是!他的抉择依然是渐进式的#

!%%'

年!他向单位请了假 !到北京

鲁迅文学院进修文学理论和创作知识#

他给强烈反对他的家人% 朋友准备的托

辞则是*我去学习半年!如我能在这方面

发展得好!我就干下去!如果行不通!我

还回来老老实实当医生#

最后!拗不过家人的劝说!赵兰振结

束了在鲁迅文学院半年的学习! 回到了

郸城#但是这次回来!赵兰振已经清楚地

认识到! 弃医从文的道路已经是时间早

晚的事了#

!%%,

年!赵兰振再次来到鲁迅文学

院学习#

家人和朋友很不理解* 赵兰振作为

一方名医!收入不错!进步的空间和潜力

也很大!何必再去另一个行业冒险呢)但

是!在赵兰振看来!所有的获得都是以舍

弃为前提的! 人要淡定地面对失去才能

有所收获# 在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! 赵

兰振丢掉世俗功利 ! 听从了内心的召

唤#

来到北京! 赵兰振没有遇到太多障

碍! 走过的道路一直平顺# 他最初被中

国青年出版社的 .青年文学/ 杂志聘为

编辑# 在 .青年文学/ 期间赵兰振表现

出色! 不但发现了大量的文学新人! 所

编的稿件也获得了当年的鲁迅文学奖#

赵兰振很快在文学编辑圈里有了名气#

$&&)

年 ! .十月 / 杂志社负责人在尚

未谋面的情况下 ! 电话诚邀赵兰振来

.十月/ 工作#

.十月/ 创刊至今! 推出了一代代

文学名家! 在文坛上享有盛誉# 在 .十

月/ 工作期间! 赵兰振兢兢业业! 不但

倾注全力编辑名家名作! 还对有实力的

中青年作家不遗余力地推举! 取得了良

好业绩# 赵兰振再度成为获奖编辑! 他

所编辑的作品再次获取第三届% 第四届

鲁迅文学奖# 同时! 赵兰振一直负责杂

志社的经营管理工作! 他不断创新! 组

织各种文学活动! 开展文学与社会各界

之间的横向联系! 他所负责举办的活动

圆满成功! 得到了各方赞誉# 赵兰振一

步一个脚印! 从一名编外的聘任编辑!

成为了 .十月/ 杂志社副主编#

当主编关注家乡

在更高的平台上! 赵兰振依然在作

品中表现着家乡风土人情! 关注着周口

文学事业的发展进步#

赵兰振说! 接受家乡媒体的采访!

心里确实有点忐忑不安# 但是! 见了家

乡人心里面也感到惬意和欣喜# 我们生

于周口! 长于周口! 故乡这片土地对所

有在外的游子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# 童

年是作家的父亲! 一个作家% 一个艺术

家! 他的一生所有的创作都是围绕故乡

展开的# 豫东方言说三岁看老! 童年对

于作家确实非常重要! 你睁开眼睛第一

次看到的世界! 对你一生都有着决定性

的影响# 出生的地方对人的影响! 已经

是一个思维定式! 不单是我们作家! 还

有其他的人 ! 你的童年在什么地方长

大! 你童年的状态几乎决定了你一生的

状态! 这就是童年对我们一生的影响#

有的人会说! 作家的写作范畴可以无限

扩大! 但是即便你写的是外国的故事!

最终也会发现! 在故事情节展开% 矛盾

冲突设计的习惯上! 你还是跳不出故乡

思维#

赵兰振还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!

每到一个新地方!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辨

明方向! 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! 这样才

心里有底儿# 每当这个时候! 他脑子里

首先要确定的是家乡的位置% 在哪个方

向! 然后以家乡为参照! 很快就能明确

定位# 赵兰振说! 语言能够留存住故乡

的一些元素# 出于工作交流的需要赵兰

振平时说普通话! 他的孩子在香港读大

学! 说英语和粤语# 但是回到家中和家

人团聚的时候! 所说的仍然是家乡话!

这是习惯# 故乡在现实中正在远离! 但

故乡仍留存在语言之中#

赵兰振非常关注周口文学事业的发

展#作为文学杂志的编辑!这些年赵兰振

要读太多的稿件# 周口作家的作品在不

同的时期他都读过! 现在比较活跃的像

邵丽%墨白的稿子他都编辑过# &作为一

个作家群!,周口作家群- 的影响和写作

高度完全是值得肯定的# 周口作家生活

积淀极其厚实!很有厚度#哪怕是刚开始

写作的作家也不缺乏积淀 ! 不缺乏生

活# '赵兰振说#

赵兰振说! 周口作家进行文学创作

有着明显的地域和文化优势# 中原地区

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文化核心区!

厚重的文化给了周口作家丰富的营养#

周口人口众多! 纷繁的人类活动和人际

交往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

材# 周口方言属于北方方言! 而北方方

言是普通话的基础! 我们的家乡话可以

直接进入文学创作! 不需要刻意进行二

次转换#

赵兰振肯定 &周口作家群' 的同时

也指出了周口作家的一些欠缺# &比如

说我们的叙事技巧方面! 现代技巧没有

真正介入! 我们的写作还趋向于传统!

不像江浙一带! 把现代叙事技巧介入作

品! 就显得比较圆润# 我觉得一个作品

有没有现代性 ! 不是说你是一个现代

派! 或者说是一个传统派# 一篇小说里

面有没有现代性! 就是看你有没有个性

化的叙事出现! 我认为作品最重要的就

是有个性化的存在! 就是要打破事件发

生的自然秩序! 根据叙事的要求! 根据

叙述者的要求来重建秩序! 因为小说是

创造! 而不是再现# 你的叙事和事件之

间应该是出入自如! 对叙述技巧的把握

要灵活#' 赵兰振侃侃而谈#

赵兰振说! 除了叙事技巧之外! 另

一方面就是小说包括一些散文作品的真

实性问题# 真实是一部小说的灵魂! 包

括现代小说理论都在谈! 西方作品为什

么要用反映意识流的手法! 就是社会对

人个性的挤压! 迫使人回到内心! 更直

接的原因就是作家为了达到真实的状

态! 发现描写人的内心世界! 可能更容

易进入真实# 同等水平的作家! 你的作

品是不是有价值% 有品质! 真实是检验

的标尺而且是第一位的# 我们现在的作

品也有真实 ! 但是我觉得真实是表象

的 ! 打开得不够细致 # 是不是好的作

家! 就在于他能否用他的语言把读者拉

进他的内心世界! 如果不能! 无论你从

其他方面怎么描写! 都不可能写出好的

作品#

赵兰振!弃医从文的名刊主编
记者 吴继峰

人物名片!

赵兰振#河南郸城人#

!%*)

年毕业于南阳卫校大专班#后在北京

中医药大学$鲁迅文学院进修% 先后在郸城县卫校$郸城县南丰镇卫生院工作#

曾任郸城县南丰镇卫生院副院长% 现任北京出版集团&十月'杂志社副主编%

陪 着 弟 弟 赶 年 集
记者 马四新

春 节 里 的 招 聘 会
记者 马月红

新春走基层

我市公安机关春节期间
累计出警 !"#万人次

!!!!!!

昨日#在市新华书店多个图书展区前#许多小读者正在埋头看书% 春节期间#

不少市民选择到书店看书买书#在享受文化的同时#也给自己(充电)#让喜庆的节

日平添了几分书卷气% 0记者 侯俊豫 摄1


